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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03 學年度 

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 

【基本資料】 

學 校 班 級 編 制 

1.以 103 學年度班級數

為基準。 

2.含自足式特教班：美

術班、音樂班、體育

班、舞蹈班、身障

班。 

年級 班級數 學生數 

七年級 17 班 426 人 

八年級 17 班 504 人 

九年級 18 班 562 人 

合計 52 班 1492 人 

年度生涯發展教育 

經 費 

    來源 

學年度 

地方政府補助 

（含教育部） 

學校 

預算 

自行籌措 

（如無， 

請填「0」） 

合計 

上學年度 173,800 元 0 元 0 元 173,800 元 

本學年度 192,200 元 0 元 0 元  192,200 元 

技藝教育開辦情形 
抽離式技藝教育課程：    4      班，     52       人 

技藝教育專班：                 人(無辦理者免填) 

學 校 

聯 絡 人 

姓名：管敏華        職稱：資料組長 

辦公室電話：29323794 轉 141  傳真：2930-5248 

e-mail：minik4188@gmail.com  手機號碼： 

學校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景興路 46 巷 2 號 

 

       承辦人                 承辦處室主任                   校長 

                            會辦各處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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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03 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 

一、 計畫名稱：「景」繡生涯「興興」向榮 

二、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生涯發展教育)。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及國中技藝教

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 

(三)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3年 7月 1日北市教中字第 10337754600號函。 

三、 目的： 

(一) 協助學生探索自己的性向、興趣及價值觀，建立個人生涯檔案，以構築良好的生涯        

起步。 

(二) 透過各種活動，協助學生進行生涯探索與覺察，並認識不同行職業，作為生涯規劃        

之預備。 

(三) 透過生涯規劃課程，建立生涯進路探索表，協助學生進行個人生涯規劃。 

(四) 針對技藝有興趣的學生，開設技藝教育課程，協助其生涯認識，以利未來生涯發展。 

四、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五、 辦理期程：103學年度（103年 8月 1日至 104年 7月 31日） 

六、 實施對象： 

(一) 103學年度本校全體學生與家長 

(二) 103學年度全校教職員工 

七、 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組織與執掌： 

組織 職稱 委員 工作項目 職掌 備註 

召集人 校長 林志忠 督導 
1.督導生涯發展教育之進行 

2.主持會議 
 

副召集人 教務主任 陳慧靜 課程規劃 協助規劃融入課程事宜 

1.生涯議題融

入領域教學。 

2.策劃教師系

列研習。 

執行秘書 輔導主任 謝丞韋 活動企劃 策劃生涯發展教育之實施 

辦理各式生涯

發展教育方案

之活動。 

行政組 

1.教務主任 

2.訓導主任 

3.總務主任 

4.輔導主任 

陳慧靜 

曾德民 

許卓塵 

謝丞韋 

督導與支援 
各項行政業務之督導配合及

支援 

各處室相關行

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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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事主任 

6.會計主任 

李孟秋 

章素真 

教學組 

教學組長 洪智萍 教學推動 

1.生涯發展教育課程教學組

召集人。 

2.協助各領域教師進行生涯

發展教育融入教學課程設

計。 

3.生涯發展教育融入教學課

程各項成果彙整。 

1.成立生涯發

展教育議題

課程小組。 

2.彙整各領域

生涯自編教

學方案。 

各領域召集人

及教師 

國文- 

黃麗璉 

英文- 

謝宛燕 

數學- 

高國川 

社會- 

袁筱梅 

自然- 

涂真真 

體健- 

謝清江 

綜合- 

葉爾雅 

藝文- 

楊琇如 

進行教學 

1. 各領域召集人為生涯發展

教育議題規劃小組成員。 

2. 各領域教師進行生涯發展

教育融入各領域課程設計

及教學。 

自編生涯發展

教學方案設計

與教學。 

活動組 

資料組長 管敏華 
活動策劃及

執行 

1. 規劃生涯發展教育方案，

並擔任生涯發展教育活動

組召集人。 

2. 辦理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

班相關事宜。 

3. 辦理暑假、寒假職業試探

輔導研習營活動。 

4. 推動各項進路輔導活動。 

5. 辦理及運用各式性向測

驗，協助學生適性成長。 

6. 彙整及編輯生涯發展教育

活動成果。 

 

輔導組長 楊雅筑 
活動策劃及

執行 

1. 辦理教師生涯輔導知能研

習。 

2. 於校內重大活動時，辦理

整合性的成果展。 

3. 引進社會資源結合輔導活

動，豐富教學內容。 

協辦生涯發展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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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長 沈啟箴 
活動策劃及

執行 

承辦或協辦生涯發展教育活

動並彙整相關成果。 

協辦生涯發展

教育。 

特教組長 蘇祐萩 
活動策劃及

執行 

特殊需求學生生涯發展教育

活動規劃、辦理及成果彙

整。 

特教教師協助

特殊需求學生

生涯發展教育

活動規劃、辦理

及成果彙整。 

資源組 
家長會 

教師會 
代表 協助支援 

溝通、協調 

人力、物力支援 

運用家長及社

會資源，協助學

生生涯發展。 

八、 各領域課程教學之課程規劃：  

   (一)語文領域-國文 

實施年級 融入單元名稱 可融入之生涯發展能力指標 

七年級 

夏夜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詩韻之美 
2-3-2 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

合發展的方向。 

八年級 

五柳先生傳 
2-3-2 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

合發展的方向。 

為學一首示子姪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虎克-愛上跳蚤的男人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九年級 

巷子裡的老媽媽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關係。 

幽夢影選 3-3-5發展規劃生涯的能力。 

寄弟墨書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春回鳳凰山 3-3-2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料。 

尋找薄荷的小孩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楚人養狙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空城計 3-3-2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料。 

   (二)語文領域-英文 

實施年級 融入單元名稱 可融入之生涯發展能力指標 

七年級 

複習國小英語 

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3-3-2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料。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職業 

2-3-2 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

合發展的方向。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關係。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生日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參加活動教室用語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八年級 名人故事與勵志 2-2-5培養對不同類型工作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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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覺潛能與志向 

2-2-4瞭解工作對個人的意義及社會的重要性。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2-2-5培養對不同類型工作的態度。 

九年級 
Origami Is Amazing, 

Isn't It? 

2-1-1培養互助合作的生活態度。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三)數學領域 

實施年級 融入單元名稱 可融入之生涯發展能力指標 

七年級 

整數的運算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分數的運算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一元一次方程式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八年級 

乘法公式與多項式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平方根與畢氏定理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因式分解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一元二次方程式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九年級 

相似形與比例線段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圓形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幾何推理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四)社會領域 

實施年級 融入單元名稱 可融入之生涯發展能力指標 

七年級 

公民 

悠揚的生命樂章、 

家庭協奏曲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

合發展的方向。 

八年級 

公民 

選舉與政治參與、 

少年的法律常識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關係。 

九年級 

公民 

企業經營的型態、 

就業與失業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七年級 

歷史 

清領前期的政治與經

濟、 

日治時期經濟、 

日治時期的教育與社

會發展、 

戰後臺灣的經濟與社

會文化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關係。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八年級 

歷史 

從史前到春秋戰國、 

魏晉南北朝的分與合、 

胡漢融合的隋唐帝國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關係。 

3-3-4瞭解教育及進路選擇與工作間的關係 

九年級 

歷史 

中古時期、 

近代歐洲的變革、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關係。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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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民主政治的發展 

七年級 

地理 

第一級產業、 

第二、三級產業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關係。 

八年級 

地理 

產業與經濟、 

人口分布與人口問題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關係、 

3-3-4瞭解教育及進路選擇與工作間的關係。 

九年級 

地理 
全球經濟議題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關係 

   (五)自然領域 

實施年級 融入單元名稱 可融入之生涯發展能力指標 

七年級 

生物 

孕育生命的世界 
3-3-2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料。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生物體的構造 
3-3-2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料。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八年級 

電腦 

我的個人網頁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3-3-2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料。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網站精靈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3-3-2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料。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九年級 

理化 

位能與動能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3-3-2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料。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簡單機械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3-3-2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料。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九年級 

地科 

水的分布與水資源 3-3-2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礦物與岩石 
3-3-2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3-3-3發展生涯規劃的能力。 

地表的地質作用 
3-3-2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3-3-4培養解決生涯問題的自信與能力。 

河道與海岸線的平衡 
3-3-1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職業世界的資料。 

3-3-4培養解決生涯問題的自信與能力。 

地球的內部構造 3-3-3發展生涯規劃的能力。 

   (六)體健領域 

實施年級 融入單元名稱 可融入之生涯發展能力指標 

七年級 

健教 
訂做一個我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八年級 

健教 
兩性情誼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   

合發展的方向。 

九年級 

健教 
與壓力同行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七年級 

體育 

健康操、籃球、游泳、 

排球、羽球、桌球、體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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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能、田徑、跳繩 合發展的方向。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八年級 

體育 

羽球、籃球、游泳、桌

球、田徑、跳繩、排球、

體適能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

合發展的方向。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九年級 

體育 

羽球、籃球、游泳、桌

球田徑、跳繩、排球、

體適能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

合發展的方向。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七)藝術與人文領域 

實施年級 融入單元名稱 可融入之生涯發展能力指標 

七年級 

音樂 

「我形我色，偶就是愛

現」（配合校慶主題活

動）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

合發展的方向。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親愛的，我把課文變

RAP了！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

合發展的方向。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八年級 

音樂 

全能節奏王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

合發展的方向。 

我的搖滾初體驗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

合發展的方向。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九年級 

音樂 

我的畢業音樂會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

合發展的方向。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流行‧脈動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3-3-2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料。 

七年級 

視覺藝術 

 

「我形我色，偶就是愛

現」（配合校慶主題活

動） 

2-1-1培養互助合作的生活態度。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流行文化—普普藝術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

合發展的方向。 

3-3-2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料。 

八年級 形塑自己的面容—面 1-1-2認識自己的長處及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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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具製作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

合發展的方向。 

建築夢想家 

2-2-4瞭解工作對個人的意義及社會的重要性。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九年級 

視覺藝術 

 

紅點設計賞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3-3-4瞭解教育及進路選擇與工作間的關係。 

給畢業的我一個字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

合發展的方向。 

3-3-5 發展規劃生涯的能力。 

八年級 

表演藝術 

一唱一和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全球化的表演嘉年華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3-3-2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料。 

有聲無影妙趣多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

合發展的方向。 

2-2-1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八)綜合領域 

實施年級 融入單元名稱 可融入之生涯發展能力指標 

七年級 

童軍 

小隊建構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合

發展的方向。 

2-2-1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認識校園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合

發展的方向。 

2-2-1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八年級 

童軍 

野外生活技能 

2-1-1培養互助合作的生活態度。 

2-2-1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3-3-2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料。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青春玩家樂 

2-1-1培養互助合作的生活態度。 

2-2-1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九年級 

童軍 
環保 

2-1-1培養互助合作的生活態度。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3-3-2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料。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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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遊趣異國風情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3-3-2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料。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七年級 

家政 

家務管理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2-2-5培養對不同類型工作的態度。 

2-1-1培養互助合作的生活態度。 

烹飪實習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2-2-5培養對不同類型工作的態度。 

2-1-1培養互助合作的生活態度。 

食品安全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2-2-5培養對不同類型工作的態度。 

2-1-1培養互助合作的生活態度。 

八年級 

家政 

我的黃金存摺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2-2-4瞭解工作對個人的意義及社會的重要性。 

我是家事小達人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2-2-5培養對不同類型工作的態度。 

2-1-1培養互助合作的生活態度。 

美食響宴及實習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2-2-5培養對不同類型工作的態度。 

2-1-1培養互助合作的生活態度。 

手縫練習及卡片製作 
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生活智慧王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讓你更帥更美麗 3-3-2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料。 

九年級 

家政 

美食評析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2-2-5培養對不同類型工作的態度。 

手縫複習 
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七年級 

輔導 

時間管理祕訣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時間的能力。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家族職業樹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生涯島嶼幻遊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生涯魔法師 

2-2-2激發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天賦的禮物 

(多元智慧)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八年級 

輔導 

職業訪談&報告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3-3-1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多因素性向測驗及解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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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九年級 

輔導 

升學進路宣導 3-3-2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料。 

興趣測驗施測與解釋

說明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合

發展的方向。 

Holland 生涯論(職

業興趣組合卡)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合

發展的方向。 

工作價值觀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能力探索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合

發展的方向。 

生涯平衡單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3-3-5發展規劃生涯的能力。 

升學進路宣導 3-3-2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作世界的資料。 

全年級 

生涯檔案 

1-3-1探索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3-3-3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決定的能力。 

3-3-5 發展規劃生涯的能力。 

生涯領航儀表板 
2-3-2瞭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合

發展的方向。 

 

九、實施進度： 

對象 項目 日期 主辦單位 

學

生 

7年級學生 施測國民中學智力測驗更新版 103.7 輔導室 

7年級學生 施測「青少年心理健康量表」 104.3 輔導室 

7年級學生 職群試探：職業達人在我家 104.3 資料組 

7年級學生 技職教育宣導 104.4 輔導室 

8年級學生 施測「新編多元性向測驗」 103.10 輔導室 

8年級學生 職群試探：社區高職參訪 103.12~104.5 資料組 

8年級學生 技職教育體驗學習營 寒假 資料組 

9年級學生 施測「生涯興趣量表」 103.10 輔導室 

9年級學生 職群深度探訪 103.11 資料組 

9年級學生 生涯進路探索 全學年 輔導室 

9年級學生 進路輔導個別諮商 103.4~103.5 輔導室 

9年級學生 升學輔導資料常設展 全學年 資料組 

7、8年級學生 暑假職業輔導研習營 104.7 資料組 

全校學生 寒假職業輔導研習營 104.1~104.2 資料組 

全校學生 生涯學習檔案建置 全學年 輔導室 

全校學生 生涯領航儀表板 全學年 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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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求學生 休閒觀光產業職業試探經營參訪 104.3 輔導室 

家

長 

7年級家長 陪伴孩子適應國中生活 103.9 輔導室 

本校家長 技職教育宣導 103.11 資料組 

本校及社區家長 中小學銜接教育面面觀 103.12 
教務處 

輔導室 

本校及社區家長 與孩子一起好好過生活 104.4 資料組 

9年級家長 
十二年國教適性輔導宣導- 

九年級升學輔導家長座談會 104.1 
教務處 

輔導室 

9年級家長 
十二年國教適性輔導宣導- 

如何協助孩子適性升學 104.5 
教務處 

輔導室 

教 

師 

103學年度本校

全體教師 
技職教育宣導 104.2 輔導室 

9年級導師 
103年十二年國教入學方案-適性

輔導說明會 
104.3~104.5 

教務處 

輔導室 

十、經費編列：由教育局及教育部相關經費項下支應，共需新臺幣壹拾玖萬貳仟貳佰元整，

經費明細表詳如附件。 

九、 預期效益及檢核機制 

（一） 質的效益 

1. 統整校內外資源，藉由各式課程與活動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2. 於相關課程融入生涯議題，協助學生自我覺察、生涯覺察，生涯探索與進路選擇。 

3. 妥善運用測驗、生涯檔案、生涯領航儀表板，提供家長、學生進路選擇之服務。 

（二） 量的效益 

 對象 項目 預計參與人數 

學

生 

7年級學生 施測國民中學智力測驗更新版 426 

7年級學生 施測「青少年心理健康量表」 426 

7年級學生 職群試探：職業達人在我家 426 

7年級學生 技職教育宣導 426 

8年級學生 施測「新編多元性向測驗」 504 

8年級學生 職群試探：社區高職參訪 504 

8年級學生 技職教育體驗學習營 40 

9年級學生 施測「生涯興趣量表」 562 

9年級學生 職群深度探訪 100 

9年級學生 生涯進路探索 562 

9年級學生 進路輔導個別諮商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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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級學生 升學輔導資料常設展 562 

7、8年級學生 暑假職業輔導研習營 100 

全校學生 寒假職業輔導研習營 150 

全校學生 生涯學習檔案建置 1492 

全校學生 生涯領航儀表板 1492 

 特殊需求學生 休閒與觀光產業職業試探經營參訪 35 

家

長 

7年級家長 陪伴孩子適應國中生活 100 

本校家長 技職教育宣導 100 

本校及社區

家長 

中小學銜接教育面面觀 200 

本校及社區

家長 

與孩子一起好好過生活 150 

9年級家長 十二年國教適性輔導宣導- 

九年級升學輔導家長座談會 

300 

9年級家長 十二年國教適性輔導宣導- 

如何協助孩子適性升學 

300 

教 

師 

102學年度本

校全體教師 

技職教育宣導 120 

9年級導師 103年十二年國教入學方案-適性輔

導說明會 

120 

 

（三） 檢核機制： 

1.於活動後請參與人員填寫問卷，以利辦理者改進相關活動。 

2.以「生涯發展教育工作檢核表」檢視各項活動辦理進度及成果。 

十、 獎勵：辦理活動人員依「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規定敘獎。 

十一、 本計畫經本校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討論通過，陳  校長核可，函報教育局

轉教育部國民中學及學期教育署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www.laws.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showmaster01.jsp?LawID=P05K2005-199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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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03 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活動 

－八年級社區高職參訪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生涯發展教育）。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及國中技藝

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 

（三）本校 103 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 

二、目的：協助八年級學生在生涯發展過程中，透過實地體驗活動、高職參訪，瞭解不同職

群的學習主題與職場特質，以利九年級選修技藝教育課程及未來生涯發展與進路

選擇之參考。 

三、活動內容： 

活  動  規  劃 說明/備註 

活動 

時間 

第一學期：103 年 11 月至 104 年 2 月 

第二學期：104 年 3 月至 5 月 

社區高職參訪時間以半天為原則，於星

期五下午(社團時間)辦理。 

預計 

合作 

單位 

高職： 

大安高工、木柵高工、松山家商、 

復興商工、喬治工商、滬江高中、 

景文高中 

 

參加 

人員 

學生：約 504 人 

教師：導師及輔導、特教教師 22 人 

行政單位：輔導室 5 人 

 

預計 

辦理 

方式 

一、103 年 11 月~104 年 5 月辦理社區高職參訪活動，與社區高職合作，透過

觀摩、介紹與體驗試探活動，了解高職各職群。活動內容包含： 

(一)參訪高職學校簡介及群科課程介紹。 

(二)參觀校園及群科場地設施。 

(三)實地操作及教學。 

(四)綜合座談、心得分享。 

二、103 學年度於寒暑假或周休，以八年級學生自願報名方式，與臺灣科技大

學合作辦理技職教育體驗營。 

三、104 年 1 月、104 年 7 月辦理寒、暑假職業輔導研習營：與大安高工、木

柵高工、喬治工商、滬江高中、景文高中合作辦理職業輔導研習營，全年

級學生自由報名參加，由輔導室行政人員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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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來源 

（一）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審查通過後，函報教育部申請補助。 

（二）本校預計參加班級數如下： 

類別 7年級 8年級 9年級 合計 
8 年級學生參訪

社區高職活動 

班級數 17 17 18 52 17 

學生數 426 504 562 1492 504 

五、預期成效 

（一）配合九年一貫課程內涵與精神，結合生涯發展教育課程，幫助學生認識各行各業，

以擴展生涯發展境界和信心，進而展開學習途徑。 

（二）促使學生深入瞭解自己，能自我覺察與生涯覺察，培養積極樂觀的態度及良好的品

德與價值觀。 

（三）藉由職業學校參觀訪問，協助學生認識工作世界，並了解職業學校科系內容，以及

必備知識與技能。 

六、本計畫經學校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及導師會報討論，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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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03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經費明細表 

類別 7年級 8年級 9年級 合計 
8 年級學生參訪

社區高職活動 

班級數 17 17 18 52 17 

學生數 426 504 562 1492 504 

備註：本班級數係為核算學校申請經費額度使用，指單獨成班之班級，如普通班、體育班，

不包含抽離式課程之班級，如資源班。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03 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經費明細表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小計 說明 

1 鐘點費 

節（50分鐘） 

或 1小時 

1,600 18 28,800 
外聘講師(針對全校性或

全年級學生活動講座) 

2 鐘點費 800 10 8,000 
內聘講師(針對全校性或

全年級學生活動講座) 

3 鐘點費 400 26 10,400 

外聘講師（含高職教師、

家長等）至班級進行生涯

發展教育講座 

4 鐘點費 360 0 0 
內聘講師至班級進行生

涯發展教育講座 

5 
市區交通車

租用費 
輛/趟 4,000 20 80,000 

各班高職及校外參訪交

通車費 

6 場地佈置費 場 2,000    

6 
教材及資料

印製費 
人 50   

教材、講義、補充資料及

成果檢討報告印製，以全

校學生數為編列上限。 

7 活動材料費 份 100 80 8,000 

商科材料費 100元 

工科材料費 150元 

家科材料費 250元 

8 

學生生涯檔

案（含資料夾

及內頁印製） 

人 100 520 52,000 
核實報支（以全校學生數

為編列上限） 

9 雜支    5,000 

1.活動總經費 5%以內 

2.文具、郵電、獎品及其

他 

總計 192,200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聯絡電話：29323794#141 

備註：經費之計算為 20000+全校班級數＊3000＋八年級辦理社區高職參訪活動班級數*3千元 


